
7月8日14
时30分， 周文
君遗体告别仪
式在湖南省革
命陵园举行，
家属护灵离开
雄魂阁。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一颗流星的永恒，是它曾以炽烈燃烧的生
命照亮夜空。

53岁的张灿辉，就似这样一颗流星。这个
踏实、开朗、热心的电力工人，在2017年长沙的
夏夜里匆匆划过……他的生命之火在疾驰的
车轮下戛然熄灭，却为这片洪灾后新生的土地
留下一片光明。

7月6日23时许， 在抗洪救灾一线连续奋战
12天的国网长沙县供电公司 梨供电所台区管
理员张灿辉， 在抢修复电往返作业途中遭遇车
祸，永远倒在了灾后重建的一线。

他倒在抢修复电途中
7月6日晚，洪水肆虐后的长沙恢复了往日

的宁静。
已经在抗洪救灾一线连续奋战12天的张

灿辉，此时正在受灾断电的陶公庙社区支援复
电。22时30分， 电话突然响起：“光达村光达故
居台区线路故障，请速去抢修。”

“收到！”张灿辉二话不说赶了过去。
到了现场，情况比预想的复杂。张灿辉立

即请求所里支援，与2名同事分工对台区100多
用户逐一排查。

深夜的长沙，炎热依旧。跟张灿辉分头排
查的周广告诉记者，在短暂碰头的间隙，他们
还像往常一样互相提醒了一句“注意安全”。

灾难就发生在张灿辉排查故障的途
中———23时许，一辆违规行驶的商务车把张灿
辉卷入疾驰的车轮下，致其当场昏迷。

“嘟……嘟……”张灿辉的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这让急着与他交流排查进程的周广有点
心慌，一路沿着台区找人。

23时18分，周广在路边找到了张灿辉。此时，
车轮下的张灿辉已经一动不动，没有了知觉。“我
一边打电话向所里报告，一边叫人过来帮忙。”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周广的泪水夺眶而出。

最终，经抢救无效，张灿辉53岁的生命，定
格在抢修复电往返作业途中。

他一直冲在最前面
连日的暴雨，长沙汛情告急，张灿辉所在

的 梨街道受灾严重。
“我们的防汛抢险和灾后重建任务相当

重，老张是个20年党龄的老党员，每次有任务，
他从不推辞，背起工具就走。” 梨供电所副所

长张薛霜说，抗灾中，张灿辉一直冲在最前面。
为了保障浏阳河大堤防汛照明，从6月25

日起，张灿辉就投入了抗洪抢险的战斗。白天
在大堤上架设临时照明线路， 晚上巡堤、抢
修。

6月30日， 浏阳河水位超过38米的警戒水
位，张灿辉服务的黄兴镇桐磨盘洲洲上36户居
民紧急撤离。从下午4时到晚上11时，他冒着大
风大雨，连续作业7个小时，对洲上台区和户表
停电。下了洲，又急忙赶到敢胜垸大堤参加防
汛照明设施架设工作。

“他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战士！”与张灿辉共事
25年的台区班班长黄国辉告诉记者，每天张灿辉
都要沿着12公里长的大堤巡视无数次，河水涨到
最高时常常从他脚面漫过，他从未想过退缩。

洪水退了，张灿辉没休息一天，又主动请
缨灾后抢修复电。

巡视线路、深夜检修……张灿辉手机24小
时不离身、不关机，生怕漏接一个抢修电话。为
了早点给受灾户复电，张灿辉十几天没有回家
吃过一餐饭，就在工地吃盒饭，每天只睡四五
个小时。

他是同事和儿子的好榜样
张灿辉去世的消息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在

长沙供电公司，在光达社区，谁也不愿相信，他
就这样不辞而别。

“老张平易近人，同事们工作生活有任何
疑难问题，他都热心帮忙，是我们的好大哥。”

“老张做事扎实、负责，入行32年，从没发
生过一例责任性安全事故和服务投诉，是我们
的楷模”……

回忆起共事的日子， 张灿辉的同事们，这
些在抗洪救灾中异常坚强的汉子们，都忍不住
哽咽，有说不完的赞许。

“老张总是把用户的事情摆在第一位，有
事找他有求必应，是我们全村人的‘村干部’。”
光达村村民们告诉记者，家里欠电费了，是张
灿辉帮他们跑前跑后代缴；路灯坏了，是张灿
辉爬上几米高的电杆照亮村子……“他对群众
付出无怨无悔，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电雷锋’！”
光达社区主任刘松柏痛惜地说。

“爷爷呢？爷爷怎么没回来？”7月8日，当4
岁的女儿问起最亲的爷爷，张灿辉的儿子张俊
强忍的眼泪再也无法抑制，夺眶而出。

张灿辉家是电力世家，父亲、儿子、女儿都
是电力工作者。出事前一晚，同在抗洪抢险一
线的张俊回家拿换洗衣服，在马路上与张灿辉
骑车迎面相会。“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爸爸的
最后一面。”张俊抽泣着说。

“父亲一直教导我做人要有事业心，要有
良心。”张俊告诉记者，父亲是他最好的榜样，
他要继续朝着父亲的方向，走完父亲没有走完
的路。

湖南日报记者 郭云飞 龚柏威
通讯员 姚进群 方程

7月8日上午， 百余名干部群众自发
来到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长矛仑村，
悼念在抗洪中献出了生命的老党员周述
生。

“周老倒下了，我们很痛心！”灵堂
里，长矛仑村支书龚超满眼通红。他说，
周述生倒下前，整整一天都在抢险，他和
全村80多位党员， 都被这名老党员的精
神深深感动。

7月1日早上6时，周述生和村民龚
志民驾着三轮车来到了村委， 根据镇
政府部署， 长矛仑村50名劳动力要增
援全镇的防汛， 视情况确定增援的地
点。

周述生今年已经67岁，龚志民64岁，
两个老伙计带着自家的撮箕、 锄头等出
门， 周述生临行前对老伴说：“我不管别
人去不去，我是肯定要去的。” 两人最早
来到村部集合。“这么早就来了啊。”村支
书龚超高兴地说。“抢险肯定是越早越
好。”周述生回答。

人员到齐，很快赶到了镇政府。当时
天还下着暴雨， 新桥河镇的水位不断攀
升，组织让他们先到镇上的老码头抢险，
构筑子堤，不让洪水漫过大堤。抢险一个

小时后， 周述生等30余人被抽调到更紧
张的老汽车站。

老汽车站河堤下，4处管涌正在越变
越大， 周述生和大家在管涌群周围筑起
压浸导滤围堰， 连续战斗了3个小时，直
到中午时分才控制了险情。之后，他们来
到镇里，吃了个盒饭。

此时又传来险情，烈公桥大堤100
米堤段有近20个沙眼。龚志民说，去烈
公桥前，周述生曾对他说，心里感觉有
点不舒服，他曾劝老周休息一下，老周
摇头说防汛太紧张，先挺一挺。14时左
右，周述生来到烈公桥，和大家顶着雨
后的烈日，挖排水沟、填充砂石，一直
忙到18时左右。

险情又被控制， 大家回到镇政府稍
作休息。靠在墙边的周述生却大汗淋漓，
手掌发冷， 龚志民扶着他来到镇里的卫
生院检查， 卫生院建议送往益阳城区的
医院。半个小时后，当周述生的儿子刚刚
把他送到医院门口， 周述生已经不省人
事了。7月4日22时30分，周述生因突发心
肌梗塞离开了人世。

龚超说， 周述生为人正直， 素有威
望。 他记得2015年国土部门要在村里修
水渠，因为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遭遇不
小阻力。后来，周述生一家一家做工作，
工程才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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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把这些大米、矿泉水、消毒药品送
到被困的大坝村。”7月3日一早， 驻村干
部吴国凤一声令下，6辆摩托车分别装上
救灾物资，冒着绵绵细雨，向五龙山深处
进发。

7月2日，宁远县遭受暴雨袭击，引发
山洪，多个乡镇受灾严重。五龙山瑶族乡
降雨量达207毫米，多处桥梁、道路被毁，
停水停电，通讯信号中断，救援物资难以
送达。在乡党委、乡政府倡导下，牛塘岭、
石家洞等村的10多名年轻人自愿把摩托

车开到花石公路上， 等待救援队伍和物
资到来。7月2日，县里扶贫后盾单位及民
政、交通、水利、国土、电力、电信等部门
来了近100名工作人员， 等在路上的年
轻人搭着他们往返灾区防汛救灾， 并运
送食品、 药品等， 有的一天来回跑好几
趟，顾不上吃饭和休息。这些年轻人还帮
助勘察地形，设立警示标识，引导车辆通
行，帮助转移群众。参加这一活动的大坝
村村民冯正尧说：“村里受了灾， 大家都
应该出力。”

干群合力，救灾进展迅速。目前，五
龙山瑶族乡大部分停电区域已恢复供
电，道路基本疏通，通信也有了信号。

老党员周述生倒在抗洪一线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邓志强）7月8日， 在岳阳市云溪区
松杨湖港区便民服务中心的茅岭头社区
防汛值守点， 刚刚巡堤回来的易幼华不
小心崴了脚。 正在700米外的杨树港社
区值守点巡堤的丈夫李忠军闻讯后带着
药膏赶来，为妻子涂完药后，又回到自己
的岗位，开始了新一轮的巡堤。这是长江
大堤上一对防汛“夫妻档”的小镜头。

李忠军是松杨湖港区便民服务中
心的安监站站长，参加过1996年、1998
年的防汛，巡堤查险经验丰富。7月1日
上堤后， 他负责杨树港社区堤段的巡
堤值守任务。丈夫在前线作战，妻子易
幼华也不甘示弱， 主动要求跟丈夫一

同“作战”，被安排在茅岭头社区堤段
值守，两节堤段紧紧相连，夫妻俩以这
种独特的方式作为最温情的“陪伴”。
上堤以来， 夫妻俩从没在家吃过一顿
饭，日夜坚守在大堤上，巡堤查险、搬
运物资、后勤保障，哪里有需要，他们
就会出现在哪里。易幼华刚上堤时，李
忠军多次叮嘱她要穿套鞋， 防止蚊虫
叮咬。因任务分工不同，夫妻俩几次擦
肩而过，匆匆相见时也说不上几句话。

漫漫巡堤路，蚊虫叮咬，高温“烤”
验， 夫妻俩从不言苦。“当前没有什么事
情比防汛更重要， 只有舍得小家才能保
住大家，我俩无怨无悔。”这句话李忠军
总挂在嘴边，鼓舞着身边每一个人。

长江大堤上的“夫妻档”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中国妇女报记者 邓小波

“我们村这次遭灾，损失惨重。多亏镇
上联村干部‘赞姐’组织救援，确保了700
多名村民安全转移， 无一伤亡。”7月8日，
记者一进平江县浯口镇五里村，乡亲们就
给记者提要求：“要为‘赞姐’点赞！”

“赞姐”叫周赞香，浯口镇干部，今年
55岁。五里村是她的联系点，大家都喊她
“赞姐”。

第一时间组织转移600多人
6月30日6时， 周赞香被雨声惊醒。

五里村地势低洼， 她不放心700多名村
民，爬起来就往村里跑。到达村口时，积
水漫过她的脚面。她感觉情况不妙，立即
敲开村口单远途家大门，“命令” 单家人
马上转移到地势最高的村小学。

“嘀嘀”，周赞香回头一看，一辆校车
载着学生开来了。周赞香果断拦下校车：

“快把孩子们全部送到村小学！” 司机飞
快将一车学生送到村小。

周赞香一边大喊：“大水来了， 所有
人快跑，去学校，去山上！”一边用手机通
知村干部组织村民撤离。

半个小时不到， 大水已涨到单远途
家的屋顶。周围近百栋房屋被淹，五里村
成了一片汪洋。

扎排8次终于救出被困6人
尽管700多名村民中绝大部分转移

到了安全地带， 但仍有30多人被洪水困
在家中。

情形最危急的是朱水平一家。 朱家
房子只有一层，朱水平和女儿、两个年幼
外孙女被困在逼仄矮小的隔热层上，水
再涨就无处可躲了， 一家三代哭喊着救
命。

要尽最大努力救下她们一家和
其他被困的人！周赞香一面跟镇长张
波汇报，一面组织转移出来的村民扎
木排施救。 第一次用的是建筑模板，
扎好一放下去就被急流冲散了；第二
次用的大箱桶， 一下水又散架了；组
长毛结果和村民李志中撑着第三次
扎的木排慢慢靠近朱家，但一个大浪
掀翻了木排，二人落水了，周赞香急
得哭了。幸好李志中被冲到了浅水区
得以逃生，毛结果也抱住了一根电线
杆。毛结果和另一名被水冲到朱家附
近的村民， 历尽险阻终于爬进朱家。
至此，朱家隔热层等待救援的人增至
6人。

“要吸取第一次营救的教训，确保营
救人员自身安全再施救！”周赞香反复交
代扎排的村民。下午，村民第8次用10多
根树木扎成格子状木排， 排上绑定一台
老式打谷机， 几十名身强力壮的村民用
几百米电缆钢钎拉住木排， 最后终于营
救成功。

与此同时， 周赞香组织党员干部用
小划子将其他被困楼房的30多名村民全
部接至后山安全地带。

700乡亲给“赞姐”点赞

瑶山活跃“轻骑队”

在灾后重建路上，“电雷锋”张灿辉———

用生命留下一片光明

陶芳芳 周密 徐拓 董劲

悲声凄凄，哀声长鸣。
7月8日下午2时30分， 倒在抗洪一线的

周文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湖南省革命陵园雄
魂阁沉重举行。无论是他生前熟悉的邻里、同
事，还是从未谋面的市民，数百人不约而同自
发前来，送这位人民的英雄，走完人生最后一
程。

燥热的天气，让原本就肃穆的灵堂气氛变
得更为凝重。 见到静静躺在灵柩里的周文君，
人们止不住泪水放声痛哭，“你做了一辈子好
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啊……”

庄重的灵堂里， 深深的缅怀， 无尽的哀
思……

一家人和和睦睦度过了38年
短暂的一生，周文君苦过，也幸福过。
周文君自幼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便用

小小身躯，肩负起劳作的重担，饱受了生活之
苦。15岁那年，他参加工作。而后，结婚，生子，
像许许多多平常人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庭。日子不富，却很温馨。

就这样，一家人简简单单、和和睦睦度过
了38年。

38年来， 忠厚的他一心一意为家庭付出，
成了妻子心中的“主心骨。”

“他是个老实人，从不跟我争吵，即便我念
叨他、埋怨他，他也会笑脸相迎。他工作忙，可
只要在家里，就会主动给我做饭。”伤心欲绝的
周文君的妻子杨琳芝， 瘫坐在丈夫的遗体旁，
回忆起往日幸福的点滴， 又一次放声痛哭起
来：“我依赖了他整整38年，这些年来，家里任
何事情都是他担着，现在他走了， 今后我该怎
么办……”

“爸爸突然去世，对妈妈打击太大了。”周
文君的儿子周斌，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中。“如果
爸爸能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一定会在支持他的
工作之余，更加关心他的身体。”

这些天，知道父亲心系灾情，对于父亲连
续10多天的奋战，周斌并没有多问，也没发觉
父亲的疲惫。“因为，这10多天里，他几乎没回
过家，我没能与他碰上一面。”周斌的泪水夺眶
而出。

丈夫走了，父亲走了。于亲人，周文君留下
了许许多多遗憾，也留下了他永远高大伟岸的

“身躯”。“在别人眼中，爸爸从事的或许只是一
个苦力活，可在爸爸眼中，却是很神圣的事。他

常跟我说，通过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人们才
能看出一个城市建设得到底如何。”

他是好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人
参加哀悼的人群里，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在鸣炮奏哀乐后，原本坐着的他，立即撑起佝
偻的身躯，对着周文君的遗体，鞠了三躬。

老人叫盛汉国，74岁，是周文君的“师傅”。
周文君曾是长沙汽车制造厂的员工。 下岗后，
应聘到天心区市政局工作。 师徒分离10多年，
周文君从未忘记过去的恩情。10多年来， 每年
逢年过节，他都会去探望老人。

“孝顺啊。”老人身体不好，却坚持赶了过来，
忆起师徒生活，他热泪盈眶，声音颤抖起来。

同在汽车制造厂共事过的张均其也哽咽
道：“2014年，我爱人生病住院，家里条件很一
般的老周，听闻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而后还
来来回回探望多次……”

“他是好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人！”
哀悼的人们，无一不说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好

人，无一不为这位好人的突然离世而痛心。
80多位街坊邻里来了， 无论老人还是少

年，男人还是女人，都在掩面啜泣———这位和
蔼的好人，从未与邻里有过任何纠纷。

他生前最后工作之地汀湘十里小区的居民
也来了。在他离世10小时后，小区积水已经被基
本抽干，水电已通，人们开始重返家园……可是，
周文君却再见不到他生前最后一刻还在期盼的
画面。“他用自己的生命， 保护了我们的家园，值

得我们永远追思！”

�生前的“好伙伴”也来送他
“他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倒在了抗洪

一线， 他用实际行动奏响了一曲不朽的生命赞
歌，他是道德的楷模，是时代的英雄……”

他的生平介绍令人肃然起敬。 人们含着泪
水，依次鞠躬，向这位抗洪英雄作最后一次告别。

他是出自“民间”的英雄，更是党的忠诚战
士。长沙市副市长刘明理，神色哀伤鞠了一躬又
一躬；天心区区委书记朱东铁，抹着眼泪，嘱托
杨琳芝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天心区市政
工程管理局的同事们，区园林局、区环卫局的队
员们，那些与他共事过、未共事，在抗洪抢险一
线奋战过的战友们全都来了。

灵堂内， 哀乐中夹杂着哭声； 灵堂外，一
辆黄色的抽水车停在空旷的坪前，显得格外寂
静。

“老周，我们把你的‘好伙伴’也带来了！它
也来送你最后一程。”

“好伙伴”，就是这辆周文君生前一直开的
抽水车。车内，周文君的工作服还搁在驾驶座
上，车座下，一双沾满着泥泞的雨鞋斜倒在地，
仿佛也在痛苦地追思与它度过了许多个日日
夜夜的“主人”周文君……

周文君真的走了。 他在星城的黑夜中，遗
失了自己。

周文君永远还在。他化成了一道永恒的光
芒，照亮人们继续前行。

倒在抗洪一线的周文君走了。7月8日下午2时30分，周文君生前的邻里、同事以及市民等
数百人，带着对英雄无尽的哀思，自发前来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走了，留下了永恒的光芒

2016年， 张
灿辉在洪灾抢险
现场。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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